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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物

严家炎 促成金庸进入文学史殿堂

与严家炎聊文学

为被遮蔽的作家说话
通俗小说也有伟大作品

■ 文 张艺桐

印 象

书斋里的学者
却有一股侠的力量
2021 年春天，北京，垂柳婀娜，
红花斗艳。在朝阳区一处养老院
的文化室，记者见到了 88 岁的现代
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严家
炎 。 他 眼 神 专 注 ，语 速 缓 慢 而 清
晰，似一株饱经风霜的不老松。
因身体渐弱，严家炎的记忆力
减 退 ，但 仍 在 夫 人 卢 晓 蓉 的 帮 助
下，非常努力地分享他的诸多核心
观点，金庸武侠的文学价值，为了
真理与人笔战，为被遮蔽的作家说
话……说得最多的还是武侠，他多
次提到对金庸武侠作品的高度认
可，
“ 绝不是我故意把他抬起来，而
是从事实出发，研究出来的结果。”
像严家炎这样书斋里的学者，
虽然不是刀光剑影的大侠，却在另
外一个层面表现出侠的力量：通过
犀利睿智的思考，去发现值得彰显
的价值和意义，去帮助被遮蔽、被
忽略的存在。在过往八十多年的
人生中他经历磨难，心里却始终藏
着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
武侠是严家炎的另一个精神
世界。在那里，他看到很多美好的
风景，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想要
分享给他人。他说：
“ 通过阅读和
实际交往，我印象中的金庸敦厚而
坚毅，为人正直，不取巧。”而这些
性格特点也恰恰是记者这次采访
所 感 受 到 、了 解 到 的 严 家 炎 的 性
格。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达成了一
种高度契合，文学场边的解说员，
也是文学场内的一分子。
1933 年出生于上海的严家炎，
从小喜欢文学，高二时在《淞声报》
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还写过一两
万字的武侠小说。1956 年他考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由文学创作转向
学术研究。入校不到两年，由于缺
乏教师，校领导让他讲中国现代文
学史。就这样，严家炎提前走上了
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1961 年，
他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
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
史》的编写，由此开始一生的学术
方向。1978 年，严家炎与王瑶合作
招收硕士生，被公认为第二代现代
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
“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在自
选文集开篇，严家炎表明自己毕生
奉行的信条时如是说。时光不可
逆，但热爱文学、热爱生命、热爱真
理的心，不会老。他将自己的近万
册藏书和名人字画捐赠给中国现
代文学馆，
“ 希望这些书刊能发挥
它们的最大价值，能有机会让更多
的人能看、
能读、
能借、
能研究。”

金庸小说一读就放不下
到香港与金庸先生畅谈
上世纪 80 年代，严家炎在北大教书，发现
学生常常在上课时偷看金庸的小说，很上瘾。
1991 年，严家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
者，在东亚图书馆发现借阅金庸武侠小说的读
者数量极为可观，一套书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
借书页上密密麻麻盖满图章，有的书已被翻得
陈旧破烂。
《射雕英雄传》是严家炎读的第一部金庸小
说，
“跟早年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拿起来
就不大容易放下。”读的时候有兴趣，又觉得金
庸武侠热是一个文学现象，值得研究，
严家炎对
金庸武侠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2 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
在一个小型文化人聚会上，被友人引荐与金庸
相识。金庸为人热情，见面后即邀请严家炎去
他家做客。金庸家住在山顶道一号，有一间很
大的书房，藏书极丰富。两人各自从少年时的
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新
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作为研究者，
严家炎向金庸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临别时，
金庸送给严家炎一套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
全集。
那段时间，严家炎又多次与金庸见面，地点
或是在金庸家，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 25 层金庸
的办公室，或是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
“我去
过好几次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对他陈列在那里
的书籍都很熟悉。办公桌上有一块木质斜面写
字台板，非常特别。我向他请教这台板有何用
处？金庸先生笑着让我猜。我猜不出，他告诉
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
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
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
不会在书写
时弓腰曲背。我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轻松。
金庸先生要把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
能接受，因为他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自
己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如果真要用，让
人再做一块也很容易。我没有理由不接受了，
只能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
后来严家炎将这块
写字台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更深入地阅读了金庸所有武侠作品后，严
家炎更加佩服这位小说家了。两人多次通信，
让严家炎对金庸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比
如金庸曾与他聊起，1945 年金庸被“中央政治
学校”
藉口开除后，
在自己的表兄、
“国立中央图
书馆”馆长蒋复璁的帮助下做了近一年的图书
管理员，沉心读书，
积累了大量文史知识。金庸
的作品，正是建立在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之上。

在北大中文系开专题课
以学术方式研究金庸武侠
1994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
镛（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谈道：
“金
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
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
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
‘五四’
文学革命使小说
由受人轻视的闲书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
那么，
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
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
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 20 世纪
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
的篇章。
”
严家炎与金庸保持了一种君子之交的纯粹
友谊，他们曾在大理、海宁、台北以及美国科罗

记者：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您不光澄清
了不少文学问题，也对被遮蔽、被误解、价值被低
估的作家格外关心。
严家炎：
不能让他们受冤枉，
做研究，
写论文，
有时候可以很实在地帮助到人。比如我在 1979
年，到萧军家中访问，随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上发表《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
一文，为萧军
“翻案”
。曾有一些东北作家，带头批
萧军，甚至有人把萧军当成坏人。我千方百计找
实证材料，把当时真实的状况翻开给大家看。大
家就都清楚了，误解也就解除了。虽然萧军身上
有弱点，但他身上也有侠义的精神。他的作品价
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严家炎
记者：新感觉派小说是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
1933年生于上海，
文学
说流派，主张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
史家、
文学评论家，
北京大学
界，构思奇特，有一种空灵的意境，主要作家有
中文系教授、
博导。著有《中国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正是因为
现代小说流派史》
《论鲁迅的复
被您肯定，
才重新引起关注。
调小说》
《金庸小说论稿》
严家炎：这个小说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等。与唐弢共同主编《中
属于异数，但我却心有戚戚焉。上世纪 80 年代
国现代文学史》。
初，我在北大中文系讲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对
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进行了重新发掘，对这个
流派的成员、代表作品、创作风格等问题的系统阐
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华山论剑活
用象征主义。
述，引得施蛰存先生笑称自己乃
“出土文物”
。
动中多次见面。2004 年，两人一起畅游九寨沟、
小说在中国曾长期被视为文学里的“小道”，
记者：
《铸剑》是鲁迅用白话文写的历史故事
峨眉山、青城山，
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金庸的宽
武侠小说更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是
新编，既有“干将莫邪”的故事情节，又以古讽今，
厚、仁慈、真诚让严家炎感受颇深。
“小道”中的“小道”。严家炎从严肃学术的角度，
您为什么将这篇小说归为武侠小说？
金庸武侠的“粉丝”遍布华人世界，影响力甚
为武侠小说正名，推动了金庸进入文学史及大学
严家炎：
将鲁迅的小说归为武侠小说，有的人
大，有“成年人的童话”之美誉。但能进入高等学
课堂。
或许不能接受，认为这是贬低鲁迅的作品。我却
府，而且是北京大学，
被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如此认
坚持认为，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
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
可、重视、赞誉，严家炎是重要推手。尤其是，在上
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将《铸剑》视为
世纪 90 年代初，还有不少人对武侠小说有很深的
在虚幻世界描绘出真切现实
现代武侠小说，绝不会辱没鲁迅。
《铸剑》写的是
偏见，认为其“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
“黑色人”
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
弱”
。严家炎却对金庸武侠有如此好评，迅速引发
中国有比较悠久的武侠写作传统，但判断作
报的原侠精神，它可以说，
也是鲁迅自己精神气质
品是不是文学，是不是好的文学，首先在于语言。
了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和争议。
的外化。这位
“黑色人”
的外貌长相简直就是鲁迅
1995 年春季学期，严家炎在北大中文系开设
严家炎分析，金庸的写作使武侠小说
“真正进入文
的自画像。而且他有一个姓名，叫做宴之敖者，就
“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把金庸武侠小说正式搬
学的宫殿”
。之所以金庸的武侠清新可读，正在于
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
进北大课堂，对之进行系统的学术探究、传播。著
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做了出色的文学实验：汲取
记者：在不少论著中，您都强调应该放弃对
名学者钱理群回忆，那时北大很多同学，尤其是男
章回体小说形式，汲取白话语言的优点和新文学
“武侠”
或者
“通俗文学”
等概念的偏见，
为什么？
同学都迷上了金庸。严家炎的讲稿被整理成书出
之长，形成了一个新鲜活泼、干净利索而又优美亲
严家炎：从历史上说, 无论雅文学还是通俗
版，这就是国内
“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
切的语言宝库。
文学, 都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水浒传》
《红楼
专著”——《金庸小说论稿》，至今仍被年轻人认
严家炎还分析说，在金庸最后的两部小说《笑
梦》当初也被封建士大夫看作是鄙俗的书，后来才
可，在
“豆瓣”
上好评甚多。
傲江湖》
《鹿鼎记》中，
他政论家的洞察力和小说家
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法
严家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金庸武侠的论
的想象力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金庸是政论家，
国的大仲马在 19 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
文，包括《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论金庸小说的
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方
家。了解了这种状况，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看不起
现代精神》
《金庸热：一场奇异的阅读现象》
《金庸
针，身为报人，他写过的短评、社论大概有两万多
通俗文学了。同时，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严肃
小说与传统文化》
《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
篇，一千万字以上，
“这就说明金庸的小说不仅是
文学中也有大量思想和艺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等，并在
让人看着玩的，而且有它独立的见解，
独立的思考
我们应全面看，各取所长，
互相促进，因势利导，不
2000 年主持了
“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
。
精神。”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他将严肃
要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死，人为地造成一方独尊
他从语言、形式、风格、内容、历史观等多个角
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统一起
的局面。
度，对于金庸武侠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发掘出其
来，在虚幻的武林世界中，
描绘出一个真切的现实
记者：
您对文学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独特却容易被人忽略的价值。对严家炎来说，这
世界。
严家炎：
如果脱离审美标准去谈文学，容易走
件事并非为了赶潮流、攀附名人，
更不是争做始作
在严家炎看来，跟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比
上庸俗社会学的道路。首先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
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
如古龙、梁羽生等，
也都各有贡献，但总的来说，金
加以考量，看它能否真称得上语言的艺术，看看它
出于对金庸武侠的深入研究和对文学规律的深刻
庸的作品是最杰出的。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
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另外，思想只能渗透
认识。
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他的小说被
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
脱离了艺术的
严家炎认为，在思想方面，
金庸用现代精神全
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拥有数以
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
根本打动不了人。
面改造了传统武侠小说，因而被称为
“新武侠”
，其
亿计的读者。金庸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
作品里面没有旧武侠
“口吐一道白光，
取人首级于
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侠之大者，为
百里之外”这类文字，也没有“快意恩仇”
“任性杀
国为民”
，
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戮”
等血腥味十足的字眼；
金庸作品的主人公告别
随着时代变化，滋养武侠小说的环境也发生
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社会的价值标准，
了变化。如今在网络小说门类中，武侠大多变成
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
了玄幻、穿越和升级打怪。当武侠里的文化因素
金
神，与
“五四”
新文学一脉相承；
他刻画人物很有特
流失，就只剩下打斗，
武侠的精髓也就不在了。像
庸
（
点，比如《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
金庸这样中西、古今贯通的武侠作家也很难再有
左
）
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性格
了。甚至有人说出“武侠小说已死”的观点，严家
与
鲜明，各有千秋；他善于将小说场面舞台化，或将
炎认为：
“武侠虽不至于死，但是金庸武侠那种因
严
电影特技移用到小说中。在创作方法上，金庸早
天时地利人和所成就的结晶，以后怕难以再有人
家
炎
期是浪漫主义，到《神雕侠侣》之后，
开始更多地运
取得了。
”

讲述
宗晓军历经十年探索研发音乐艺术素质教育融合课程

把音乐感受转化为创想力
幼学习音乐的宗晓军，结合自己二十
多年的艺术教育生涯娓娓道来，表达
了他的音乐初心。

■ 口述 宗晓军 采写 何玉新
近日，在天津举办的“2021 国民
音乐教育大会”活动中，当代音乐学
者宗晓军教授介绍并发布了“音乐创
想力”艺术素质教育融合课程，这是
他历经十年探索研发的成果，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千名音乐艺术教育工作
者聆听了他的讲座。
音乐艺术是靠怎样的魅力跨越
历史，影响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自

虚席，这也坚定了我继续探究把音乐
艺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市场价值
的信心。
2010 年，我接受京沪干部交流项
目邀请，挂职到上海爱乐乐团出任团
心中带着疑问
长助理，负责艺术教育与艺术营销，
积
走进音乐世界寻找答案
累了交响乐团的管理经验。我时常
想，为什么每次乐团举办音乐会时，
自 5 岁起，我与身为音乐家的父
1900 个座位的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大
亲学习大提琴演奏，几乎把中学、大
厅只有两三百人购票，全国各地这种
学所有时光都投注在音乐表演的学
现象也很普遍，这是多么大的浪费与
习上。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音乐教
悲哀！
育正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虽然考
面对现实，古典音乐的普及需要
入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演奏专业，但
，少讲历史与人物，
多讲它
在学习音乐的同时，内心冒出许多疑 “先讲后卖”
问——为什么我们的音乐家那么穷， 能给社会大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
随着对古典音乐市场消费者需求不断
挣不到钱？为什么那些流行音乐明星
深入的探索，对音乐艺术社会价值观
可以挣到大钱？音乐的价值究竟是怎
的 深 入 剖 析 ，我 逐 渐 总 结 出 一 套 理
么形成的，如何让音乐艺术与社会大
论。我们音乐普及讲座中涉及的音乐
众的工作、生活连接？如何把音乐艺
历史、音乐家，其实对社会大众来说，
术的魅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和科技
还是太远了！
创新的助力？
1991 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
借助聆听音乐
后，我带着这些疑问与一颗充满好奇
的心，来到美国迈阿密大学音乐学院
培养创想能力
继续深造，凭借天赋和努力，
成为第一
艺术管理工作不是管理艺术的工
个获得该校音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
作，而是服务艺术的工作。艺术管理
亚洲人。毕业归国后，我踏入艺术商
者不是艺术的表演者，而是艺术发展
业蓝海，先后策划、制作、监制了上千
及传播方向的引领者，是能赋予其符
次各类艺术活动。2002 年，我到中央
合时代、更深层次内涵的思想者。
音乐学院创建艺术管理学科，在国内
以上这段话，
是我在艺术管理论文、
第一次开设了如何把艺术作为盈利对
讲座中经常提到的。在上海爱乐乐团工
象去经营和管理的课程。教室里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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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
我觉得，
必须把音乐的本质——情感
力、创想力、审美力——用最直接、简练
的语言告诉大家，只有深刻认知到这个
问题，大家才能购票走进音乐厅，
感受音
乐艺术的魅力。
我在这次的
“国民音乐教育大会”
上
指出，全社会大众的情感流失比我们想
象得还要快。国人的具象思维能力强调
眼见为实，手摸为真，
但却缺失了创意创
新所需要的意象与抽象思维能力。任何
在物质世界的改变与创新，都需要人类
自我思维能力的丰富与不同层次的思
索，只有理性思维能力，
没有感性能力的
提升，我们就失去了对美好精神生活的
追求。
有一次我去无锡某比赛做评委，不
经意听说，一个城市有 4000 名钢琴教师
在做钢琴教育工作。这是多么大的一个
音乐教育群体！但放眼望去，我们似乎
从没分清什么是艺术素质教育，什么是
音乐专业化教育，而只有单一的演奏技
能训练、专业化曲目演奏能力测评。这
使得我们几代人走上了枯燥的演奏、应

试、考级，
最后的目的就是升学、艺考，
完
全失去了音乐初心所赋予人类的最初目
的。我们的音乐教师每天忙碌工作，也
忘记 了 初 心 ，只 留 下 机 械 性 的 技 能 训
练。在我看来，讲座不足以改变现状，
所
以我要研发一门课程，出版一本书，
培养
更多的同路人。
我首次提出了“音乐艺术价值的横
向化”，音乐创想力是跨学科能力的培
养，不要学了一门技术，
忘记了什么是艺
术，不要在音乐艺术学习的道路上只会
就事论事，只去追求所谓的专业化、高精
尖，而忘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力。
学习音乐艺术不一定非要在舞台上
表演，荣获什么奖项，更重要的是，可以
借助音乐艺术的聆听与视觉元素绘画技
法结 合 ，培 养 自我 无 边 际 线 的 创 想 能
力。因为国家、民族、个人都太需要创想
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了，以前的“四大发
明”
就是中华民族创想能力的体现，
时至
今日，科技创新与社会前进都需要靠更
多的创想力去激发、推动。

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创想力
用于我们的科技创新
如果把学习音乐时所产生的音乐想
象力转化为跨学科的想象力培养，我认
为 ，这 才是 音 乐 艺 术 与 我 们 最 好的 连
接。现在大部分人的理性大于感性，其
实一个人的感性和理性需要均衡，这是
一种素质的培养。当我们去聆听音乐
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去猜想——它到底
在说着一个什么样的音乐故事？而我提
倡的音乐创想力，就是要让人们通过感
受音乐中的旋律、音色、节奏、力度、表
情、和声，与视觉中的色彩、线条、点线
面、笔触等元素结合，采取绘画技法，把
音乐感受所形成的创想力，用一种意象
和抽象呈现出来。
从具象想象到具象呈现，只能是制

造或改造，从意象、抽象中的创想回到具
象呈现，才是创意与创新。物质世界的
任何伟大创新都不可能从具象思维产生
出来，都是在意象和抽象的创想世界当
中慢慢形成，最终落在具象思维中。在
音乐社会价值引领上，是横向的跨学科
能力培养，纵向才是专业化能力培养的
理念，这也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
认可与改变的。我期待这个课程能给大
家多一点帮助。
自 2010 年在上海爱乐乐团挂职，我
开始在不同平台举办了数百场音乐艺术
普及讲座，其意义在于，把艺术引领到社
会大众面前，又把社会大众引领进音乐
厅。现在我所发布的课程及撰写的书
籍，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群同仁，一起去
搞出一些声响，改变社会大众对学习音
乐艺术的世俗观念，使我们的音乐教育
工作可以赋能社会大众更多、更丰富的
创想力，用于我们的科技创新工作。
音乐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是抽象性
的音响传播，听觉感受；
你没办法感受到
舞蹈、戏剧、美术那么具象性的表达，越
抽象，反而给人想象的空间就越大。
首次被邀请作为主讲嘉宾参与国民
音乐教育大会，也是国民音乐教育大会
第一次举办“美育融合教育”新课程发
布，我期待通过此课程与众多的音乐教
育同仁见面，可以丰富现有的音乐艺术
教育课程体系，可以成为针对社会大众
走进音乐之门的“引流课”
“导流课”
“提
升课”
。
这门课程尽管已经在美国 GE 研发
中心、长江商学院、上海高等金融学院、
上海金融办等不同单位进行分享，今年
也走过了厦门、莆田、龙岩、赣州、太原、
昆山、崇明，但我总是希望培养更多志同
道合的师资力量，未来也希望与世界教
育界进行更多的分享。让音乐点燃激
情，让激情激发创想，让创想推动科技创
新、社会前进，
这就是音乐创想力。

